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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
本研究選用 1951-2013 年期間 21 個有 50 年以上資料的氣象測站，分別為 13 個平地站（淡水、基隆、台北、
新竹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、恆春、宜蘭、花蓮、成功、台東、大武），2 個北部山地站（鞍部、竹子湖），3 個
南部山地站（日月潭、阿里山、玉山），和 3 個外島站（彭佳嶼、澎湖、蘭嶼），包含 6 個百年以上資料的測
站在內（台北、台中、台南、恆春、花蓮、台東），分析台灣地區氣候的長期變化特徵。由 21 個測站分析的臺
灣氣候變化與 6 個測站的結果相當接近，由分區的結果可以發現氣候變化在區域上的差異。結果顯示近 20 年暖
化現象在發展較快的都市比較明顯，近 30 年雨量在乾季呈現減少趨勢，雨季則有增加的現象，尤其是在南部山
區和外島的變化更加明顯。近 20 年都市最低溫度的升溫幅度比其他地區大，而北部山區受最高溫度的影響比較
大。臺灣日照時數和相對濕度有類似變化，從 1960 年開始有明顯減少的趨勢，但日照時數在 2000 年之後有回
升現象。

一、前言
為了探討全球暖化對於臺灣氣候的影響，必須瞭
解有儀器觀測紀錄以來臺灣氣候的變化，作為進一步
分析全球氣候變遷對臺灣可能影響的基礎。
盧等（2012）根據臺灣 6 個百年以上長期記錄的
分析臺灣區域氣候變遷的特徵，指出年平均溫度的暖
化現象十分明顯，在 1911 年至 2009 年期間氣溫上升
了 1.4℃，近 30 年的上升幅度是百年趨勢值的兩倍。
在季節特性方面，百年變化以秋季溫度的暖化幅度最
大，但近 30 年的變化以冬季增溫幅度大於其他三季。
降雨方面的百年線性變化趨勢並不明顯，但年代際變
化相當明顯。降雨日數普遍呈現減少的趨勢。四個季

二、資料與分析方法
本研究選用 1951-2013 年期間 21 個有 50 年以上
資料記錄的氣象測站分析臺灣長期氣候的變化特徵。
為了瞭解臺灣氣候在區域上的差異，將 21 個測站分為
平地、北部山區、南部山區和外島四組，分別為 13
個平地站（淡水、基隆、臺北、新竹、臺中、臺南、
高雄、恆春、宜蘭、花蓮、成功、臺東、大武），2
個北部山區站（鞍部、竹子湖），3 個南部山區站（日
月潭、阿里山、玉山），和 3 個外島站（彭佳嶼、澎
湖、蘭嶼），其中平地站包含了 6 個百年以上長期記
錄的測站在內（臺北、臺中、臺南、恆春、花蓮、臺
東）。

節的雨日都呈現減少趨勢，其中以夏季的減少幅度最
大。

三、結果與討論
由於上述文章僅挑選了 6 個資料長度最長的氣象

測站進行分析，難免有是否能代表臺灣氣候變化的空
間特性的疑慮，因此本文增加了更多測站資料進行分
析，雖然涵蓋的年份較短，但足以了解使用 6 個百年
測站資料分析台灣氣候變遷特徵的不足之處，進一步
探討臺灣氣候變遷的地區性差異。

（一）溫度
圖 1a 為臺灣平均溫度的變化，藍線與陰影為 6
個百年測站的平均溫度距平與各測站距平的分布範圍，
紅線與陰影為 21 個（含 6 個百年測站）測站的平均溫
度距平與各測站距平分布範圍，並將 21 個測站分為平

地（橘線）
、北部山區（綠線）
、南部山區（天藍線）
、

代際變化（圖 3b），1930-1960 年是臺灣百年來維持

外島（紫線）四區。圖中顯示台灣年平均溫度從 1911

較長的一段濕期，1940 年代的雨量最多，1960 年代的

年開始持續上升，在 1911-2013 年期間上升了 1.4℃，

雨量最少。雖然近十年（2001-2010 年）的雨量接近

在 1911-1950 年和 1980-2010 年期間的溫度上升速率

氣候平均狀態，但標準差的數值較大，表示這十年間

較快，為快速升溫的期間，1950-1980 年期間溫度變

雨量變異較大。事實上，這十年之間 2002 和 2003 年

化相對比較平緩。21 個測站的平均溫度變化和 6 個測

是著名的乾旱年，2004-2008 年卻持續偏濕，2009 年

站非常接近，在 1950-1980 年期間溫度的變化相當平

有帶來破紀錄極端大雨事件的莫拉克颱風，但該年的

緩，自 1980 年之後才開始升溫，1990 年之後的升溫

全年與夏季雨量都屬正常範圍，顯示這十年的降雨氣

速度增加。由平地、北部山區、南部山區和外島四個

候確實有變動較大的特點。

分區來看，不僅平地站近 60 年有增溫的現象，山地和

圖 4 為四個季節雨量變化的百分率，圖中顯示台

外島站的升溫趨勢也相當明顯。另外，1990 年之前四

灣春季雨量在 1960 年之後較之前偏乾，1960 年之後

個分區的溫度距平與 6 個測站的結果相近，而 1990

除了 1980 年代以外其他的幾個年代雨量平均而言都

年之後 6 個測站的平均溫度都比四個分區的溫度來得

是偏少，以 1961-1970 年和 2001-2010 年兩段時間偏

高，顯示都市的升溫速度高於山區和外島。由每十年

少幅度較大。夏季雨量在 1930 年代最多，然後逐漸減

的平均來看（圖 1b），2001-2010 年所有分區的平均

少至 1960 年代，這十年是雨量最少的時候，之後雨量

溫度都是自 1911 年以來最暖的十年，在此十年期間都

增多，尤其南部山區和外島雨量在 2001-2010 年達到

市與山區、外島之間的溫度差異更加明顯，顯示台灣

最大，相較於 1981-2000 年氣候基期的平均雨量約增

最近 20 年暖化現象在發展較快的都市比較明顯。

加了 25%。秋季雨量也是在 2001-2010 年最多，南部

在季節特性方面，各季氣溫都呈現上升趨勢，但

山區雨量更是增加了 60%左右。冬季雨量從 1970 年

變化特徵有所不同。圖 2 顯示夏季和秋季溫度呈現持

開始有減少的趨勢，山區和外島雨量在 2001-2010 年

續穩定上升的趨勢，但各季在 1950 年代至 1970 年代

達到近 50 年來的最低值。整體而言，近 30 年雨量在

期間的變化接近持平，春季和冬季有較明顯的上下振

乾季有減少的趨勢，雨季則有增加趨勢，尤其是在南

盪現象，1970 年代之後上升趨勢轉為明顯。秋季在

部山區和外島的變化更加明顯。

1911-1930 年期間的溫度是四季中最低的，平均溫度
相對於氣候基期偏冷約 1.0 oC。在 1981-2010 年期間以

（三）雨日

冬季暖化幅度大於其他三季，平均溫度相對於氣候基

圖 5a 顯示年總雨日的變化和雨量的變化不同，在

期偏暖約 1.2 oC。四個季節在 2001-2010 年期間，都市

近一百年有明顯的減少趨勢。在 1911-1950 年期間的

與山區、外島之間的溫度差異程度都要比其他時間

雨日變化不大，從 1950 年開始明顯減少，在 2002-2003

大。

年跌到谷底，是臺灣的乾旱年，之後有逐漸回升。21
個測站的雨日變化和 6 個百年測站的變化趨勢相當一

（二）雨量

致，但北部山區在 1960-1970 年代雨日偏少，尤其 1970

圖 3 為臺灣年總雨量的變化，可以看到雨量沒有

年代的雨日偏少但雨量偏多，顯示這段期間的降雨強

明顯增加或減少的長期變化趨勢，但年代際變化訊號

度比較強。十年的平均變化（圖 5b）顯示 1911-1960

明顯，1960 年之前的雨量較偏多且變動偏小，1960

年期間的雨日變化相當平穩，從 1960 年代開始才出現

年之後雨量的年際變化幅度變大。21 個測站的雨量變

明顯減少的趨勢。除了北部山區在 1960 年代出現雨日

動和 6 個測站相當類似，只是山區雨量的變化量明顯

最低的情形，四個分區都顯示 2001-2010 年是雨日最

大於平地，並且 1965-1990 年為近 50 年雨量相對偏多

少的十年。

的時期。每十年平均結果可以更加明顯看出雨量的年

由分季的十年平均來看（圖 6）
，四個季節的降雨

日數都是呈現明顯下降的趨勢，其中春季和冬季在近

1980 年代之後的下降情況減緩，但呈現上下振盪的現

20 年（1991-2010 年）減少至平均值以下。由上述可

象，2000-2013 年期間的振盪變化大於 1980-1999 年期

知，春季和冬季在近 20 年降雨日數減少，使得雨量也

間。21 個測站的變化與 6 個測站的資料變化相當接近，

跟著減少，導致乾旱的發生機率提高。

但外島站於 1951‐1980 年期間日照時數明顯偏低，主
要是因為蘭嶼站在這段時間的日照時數距平明顯偏少，

（四）日最高溫度

可能與資料的品質有關。以十年為一期統計的平均日

圖 7a 顯示最高溫度從 1911 年開始持續上升，到

照時數的結果（圖 9b）
，可看到 1951-1970 年為日照

1941‐1970 年期間變化平緩，至 1980 年代開始略微下

時數偏多時期，2000 年之後日照時數有回升現象，但

降，然後再逐漸上升，最近 10 年（2004‐2013 年）則

南部山區的回升情況並不明顯。

有下降的趨勢。21 個測站的最高溫度從 1951 年開始
逐漸增加， 在 1980 年代有些許下降，然後又開始升

（七）相對濕度

溫。從每十年的平均變化來看（圖 7b）
，近 60 年期間

相對濕度的變化和日照時數的變化相當類似（圖

6 個測站和 21 個測站變化並不相同，21 個測站的結果

10a），1911‐1960 年期間沒有明顯變化趨勢，1950 年

顯示最高溫度呈現逐漸上升的趨勢變化，而 6 個測站

代為相對濕度較高的期間，從 1960 年之後開始下降，

是呈現先降溫然後再升溫的變化，主要的差別在於 6

在 1970 年代有個較大減少幅度，相對濕度大約減少了

個測站 1980 年代的降溫幅度相當明顯，而北部山區和

4%，然後呈現持續減少的趨勢，與臺灣越來越溫暖的

外島並未有明顯的改變，而南部山區則有類似的先降

趨勢相符。21 個測站的變化與 6 個測站類似，但外島

後升變化。另外，可以發現北部測站在 1990 年之後最

站在 1951‐1980 年期間的相對濕度接近氣候平均狀態，

高溫度有明顯升溫現象，上升幅度相當大。

距平值比其他測站低，如何解釋尚需進一步研究。由
圖 10b 的十年平均變化也可以看到臺灣的相對濕度從

（五）日最低溫度
圖 8a 顯示最低溫度的變化與最高溫度的變化不
同，與平均溫度一樣有明顯上升的長期趨勢變化，在

1960 年開始呈現減少的趨勢變化，2001-2010 年是歷
史記錄上最低的期間。雖然山區測站在這十年中的相
對濕度比其他測站來得高，但其變化幅度卻較大。

1950‐1970 年代呈現持平的變化。21 個測站的變化特
徵和 6 個測站相當類似，但變化幅度比起 6 個測站要
小，顯示都市最低溫度的增加遠比其他地區明顯許多。

四、結論

十年平均的變化也呈現出 21 個測站和 6 個測站一致性

本研究選用 1951-2013 年期間 21 個有 50 年以上

的上升趨勢（圖 8b）
，在近 20 年都市最低溫度的升溫

資料的氣象測站，將 21 個測站分為平地（淡水、基隆、

幅度比其他地區大，而最高溫度的升溫幅度則比其他

臺北、新竹、臺中、臺南、高雄、恆春、宜蘭、花蓮、

地區來得小，表示近 20 年都市暖化現象明顯，主要來

成功、臺東、大武）、北部山區（鞍部、竹子湖）、

自於最低溫度上升顯著的緣故。而北部山區近 20 年最

南部山區（日月潭、阿里山、玉山）和外島（彭佳嶼、

低溫度的升溫幅度比最高溫度的變化小，表示北部山

澎湖、蘭嶼）四組，來分析臺灣長期氣候的變化特徵。

區反而是受到最高溫度的影響比較大。

分析結果顯示 2001-2010 年的平均溫度是自 1911
年以來最暖的十年，在此十年期間都市與山區、外島

（六）日照時數

之間的溫度差異更加明顯，顯示台灣最近 20 年暖化現

圖 9a 顯示臺灣日照時數的長期變化，6 個測站的

象在發展較快的都市比較明顯。近 30 年雨量在乾季呈

資料顯示 1960 年之前日照時數並沒有明顯增加或減

現減少趨勢，雨季則有增加的現象，尤其是在南部山

少的趨勢，到 1960 年代之後有明顯減少的趨勢，到

區和外島的變化更加明顯。由於乾季雨量的減少，降

雨日數也隨之減少，導致乾旱的發生機率提高。近 20
年都市最低溫度的升溫幅度比其他地區大，而最高溫
度的升溫幅度則比其他地區來得小，表示近 20 年都市
暖化現象明顯，主要來自於最低溫度上升顯著的緣故。
而北部山區近 20 年最低溫度的升溫幅度比最高溫度
的變化小，表示北部山區反而是受到最高溫度的影響
比較大。臺灣日照時數和相對濕度有類似變化，從
1960 年開始有明顯減少的趨勢，但日照時數在 2000
年之後有回升現象。
圖 2：如圖 1b，台灣 1911-2013 年的季平均氣溫減去
1961-1990 年氣候基期距平值的十年平均變化，分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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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：如圖 1，為台灣 1911-2013 年的年總雨量減去
1981-2000 年氣候基期的距平值，
（a）逐年、
（b）每十
圖 1：台灣 1911-2013 年的年平均氣溫減去 1961-1990
年氣候基期的距平值，（a）逐年、（b）每十年平均的
變化。藍線與陰影顯示 6 個百年測站的平均距平與各
測站距平的分布範圍，紅線與陰影顯示 21 個（含 6
個百年測站）測站的平均距平與各測站距平分布範圍，
將 21 個測站分為 13 個平地（橘線）
、2 個北部山區（綠
線）
、3 個南部山區（天藍線）
、3 個外島（紫線）的平
均距平值亦分別標示。

年平均的變化。藍線與陰影顯示 6 個百年測站的平均
距平與各測站距平的分布範圍，紅線與陰影顯示 21
個（含 6 個百年測站）測站的平均距平與各測站距平
分布範圍，將 21 個測站分為 13 個平地（橘線）
、2 個
北部山區（綠線）
、3 個南部山區（天藍線）
、3 個外島
（紫線）的平均距平值亦分別標示。

圖 4：如圖 2，台灣 1911-2013 年的季總雨量減去

圖 6：如圖 2，台灣 1911-2013 年的季總雨日減去

1981-2000 年氣候基期距平值的十年平均變化，分別

1981-2000 年氣候基期距平值的十年平均變化，分別

為（a）春季（3 月至 5 月）
、
（b）夏季（6 月至 8 月）、

為（a）春季（3 月至 5 月）
、
（b）夏季（6 月至 8 月）、

（c）秋季（9 月至 11 月）
、
（d）冬季（12 月至次年 2

（c）秋季（9 月至 11 月）
、
（d）冬季（12 月至次年 2

月）。

月）。

圖 5：如圖 1，為台灣 1911-2013 年的年總雨日減去

圖 7：如圖 1，為台灣 1911-2013 年的日最高溫度減去

1981-2000 年氣候基期的距平值，
（a）逐年、
（b）每十

1961-1990 年氣候基期的距平值，
（a）逐年、
（b）每十

年平均的變化。藍線與陰影顯示 6 個百年測站的平均

年平均的變化。藍線與陰影顯示 6 個百年測站的平均

距平與各測站距平的分布範圍，紅線與陰影顯示 21

距平與各測站距平的分布範圍，紅線與陰影顯示 21

個（含 6 個百年測站）測站的平均距平與各測站距平

個（含 6 個百年測站）測站的平均距平與各測站距平

分布範圍，將 21 個測站分為 13 個平地（橘線）
、2 個

分布範圍，將 21 個測站分為 13 個平地（橘線）
、2 個

北部山區（綠線）
、3 個南部山區（天藍線）
、3 個外島

北部山區（綠線）
、3 個南部山區（天藍線）
、3 個外島

（紫線）的平均距平值亦分別標示。

（紫線）的平均距平值亦分別標示。

圖 9：如圖 1，為台灣 1911-2013 年的日照時數減去
1981-2000 年氣候基期的距平值，
（a）逐年、
（b）每十
年平均的變化。藍線與陰影顯示 6 個百年測站的平均
距平與各測站距平的分布範圍，紅線與陰影顯示 21
個（含 6 個百年測站）測站的平均距平與各測站距平
分布範圍，將 21 個測站分為 13 個平地（橘線）
、2 個
北部山區（綠線）
、3 個南部山區（天藍線）
、3 個外島
（紫線）的平均距平值亦分別標示。

圖 8：如圖 1，為台灣 1911-2013 年的日最低溫度減去
1961-1990 年氣候基期的距平值，
（a）逐年、
（b）每十
年平均的變化。藍線與陰影顯示 6 個百年測站的平均
距平與各測站距平的分布範圍，紅線與陰影顯示 21
個（含 6 個百年測站）測站的平均距平與各測站距平
分布範圍，將 21 個測站分為 13 個平地（橘線）
、2 個
北部山區（綠線）
、3 個南部山區（天藍線）
、3 個外島
（紫線）的平均距平值亦分別標示。
圖 10：如圖 1，為台灣 1911-2013 年的日照時數減去
1981-2000 年氣候基期的距平值，
（a）逐年、
（b）每十
年平均的變化。藍線與陰影顯示 6 個百年測站的平均
距平與各測站距平的分布範圍，紅線與陰影顯示 21
個（含 6 個百年測站）測站的平均距平與各測站距平
分布範圍，將 21 個測站分為 13 個平地（橘線）
、2 個
北部山區（綠線）
、3 個南部山區（天藍線）
、3 個外島
（紫線）的平均距平值亦分別標示。

